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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及其

生产工艺，该养生醋是以苦荞为原料，红曲、特制

吊挂药曲为发酵剂，经传统风味老醋酿造工艺酿

制成苦荞红曲醋，再将酿制成的苦荞红曲醋与枸

杞醋复配制得成品。本发明生产工艺是以苦荞、

枸杞原料为基础，以红曲、药曲为发酵剂，并应用

传统风味老醋生产工艺集于一体技术，其中活醅

中含有醋酸发酵多种微生物及活性的菌种，制曲

过程网罗了多种天然菌种微生物，制作成含有多

种营养成分及功能成分的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

本发明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不仅营养丰富、色泽

红褐，口味酸而鲜甜，具有独特的风味，并且检测

出含有150-200％的枸杞多糖，长期饮用有降血

压、降血脂等保健功能，是有益身体健康的养生

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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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其特征在于：所述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是以苦荞为原料，

红曲、特制吊挂药曲为发酵剂，经传统风味老醋酿造工艺酿制成苦荞红曲醋，再将酿制成的

苦荞红曲醋与枸杞醋复配制得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A.特制吊挂药曲

a.配料：按一定比例分别称取原料醋渣、茵陈、蒲黄、菟丝子、麸皮并粉碎成粉，混合均

匀得吊曲原料；

b.拌料、压实：将上述吊曲原料中按15％-30％的重量加入纯水，搅拌均匀后随即装入

袋中，吊曲原料在袋中压紧实后得曲坯，再将曲坯压制成块状；

c.吊挂：将块状的曲坯吊挂至室外自然发酵7-8个月，即从8-9月份到来年的3-4月；

d.出曲：当吊挂的曲坯发酵成黑灰的疏松、干状时，出曲得吊曲，备用；

B.苦荞红曲醋的发酵

a.配料：将大米、苦荞、豆类按一定比例混合筛选去铁去杂后粉碎，粉碎成40～60目的

料粉；

b.调浆：在调浆罐内加入3.8～4.0倍于料粉重量的清水，加水调浆16～18°Be′，使淀粉

含量调节为15％，然后加热使水温升到50℃；再加入Na2CO3调节pH值至6.2～6.4后，添加大

米用量0.2％的2万μ/g耐高温α-淀粉酶和0.2％的CaCl2，使之在92℃时仍保持活性，增强淀

粉酶的热稳定性；

c.液化:混合均匀后控制升温至95℃，保持温度进行液化，液化时间为40～60min，通过

液化醪碘反应呈棕黄色即为液化完全；

d.糖化：当液化温度降至60℃时，加入上述料粉用量30％的特制吊挂药曲，进行保温糖

化2h；当糖化液降温至35℃时，加入上述总量35％的红曲，继续降温至24～28℃，即得糖醪；

e.酒精发酵：将上述糖醪进行发酵，使醪液逐渐升温，品温控制在32～34℃，当品温升

至34℃时开始冷却降温至32℃，得发酵醪，每天搅拌发酵醪两次，发酵8天后醋母成熟；

f.制醅发酵：

①制醅：将麸皮、稻壳、醋母、麸曲按一定重量比充分混合后入发酵池制成醋醅，醋醅的

水分控制在60％～63％；

②接种醅：接入发酵旺盛的优良醋醅，并按照10～15％的醋醅量埋入新醅中；

③醋酸发酵：上述入发酵池的醋醅发酵2～3天，当上层温度达40℃时，开始倒池翻醅，

使上中下层的醋醅疏松均匀，温度一致；

④加盐压醅：当醋醅发酵10～11天接近成熟时，品温自然下降，及时加入8～10％的食

盐进行压醅，将醋醅压实盖池放置1～2天即得成熟醋醅；总发酵周期为12天；

g.焙醅：

取15％的成熟醋醅入焙烤池，用蒸汽间接加热焙烤醋醅，每天倒池翻醅一次，焙烤醅温

度控制在85℃，焙制5天；

h.淋醋：

将上述焙烤后成熟醋醅装入带有筛底的淋醋池中，用上次淋醋后所得的二淋醋浸泡成

熟白醋醅，淋出的淋水加热至85℃以上，浸泡新鲜焙烤醅，淋取的醋液为头醋即得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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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煎醋：

将上述头醋加入灭菌罐内进行加热煎醋，保持沸腾30min后，入贮存容器内，并静置澄

清；陈酿3个月备用；

C.枸杞醋的制作

a.酒精发酵：将枸杞汁糖度调至14～15％，pH为4.0，将果酒干酵母液接入枸杞汁中，接

种量为0.15％～0.25％，进行酒精发酵，发酵温度24～32℃，发酵时间为8天，至残糖降至

0.2％以下时结束发酵；

b.液态醋酸发酵：取传统风味老醋固态醋酸发酵中的醋酸菌进行提取分离，接种于上

述酒精发酵液中，接种量为0.2％～0.4％，进行液态醋酸发酵，发酵温度为30～33℃，发酵

时间为2～3天，发酵期间每天检查发酵液的温度、酒精及醋酸含量等，至醋酸含量不再上升

时为止；

c.液态醋酸发酵后获得成熟枸杞醋，加入陈酿罐中陈酿3个月，澄清过滤备用；

D.复配

将上述发酵而成的苦荞红曲醋与制作而成的枸杞醋按照重量百分比：60％～70％：

30％～40％混合后过滤，然后置于地窖中进行后熟陈酿10个月以上，杀菌后包装即得成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A特制吊

挂药曲所述配料过程中称取的原料按重量百分比计：醋渣40％-45％、茵陈2％-4％、蒲黄

2％-3％、菟丝子3％-4％、麸皮5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B苦荞红

曲醋的发酵所述配料过程中各原料按一定重量百分比计：大米55％、苦荞35％、豆类10％。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B制醅发

酵所述制醅的原料以主料计，按重量百分比配料为：麸皮115％～125％、稻壳55％～60％、

醋母60％、麸曲5％。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240995 A

3



一种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及其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醋酿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及其生产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枸杞是名贵的药材和滋补品，中医很早就有“枸杞养生”的说法，其产区主要集中

在西北地区，宁夏的枸杞最为著名。枸杞果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B2、C以及钙、磷、铁等元

素和多种氨基酸成分，在药理上有降低血糖、胆固醇的作用，并可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同

时，枸杞子性味甘平，归肺、肝、肾三经，以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功效著称。枸杞还含有丰富的

杞多糖、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因此，枸杞作为保健食品，也已得到广泛地应用。成为抗疲

劳、抗衰老、营养保健、可持久服用的家庭必备的药食两用佳品。

[0003] 苦荞是一种独特的食药兼用作物，具有营养和保健双重功效。苦荞是食用作物中

唯一集七大营养素于一身的作物，含有多种具有保健功能的营养成分，如生物类黄铜、高活

性蛋白、高活性膳食纤维、淀粉及脂肪酸。苦荞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皆为有效

的抗氧化物质，能维持人体内分泌平衡、促进细胞再生，具有防止衰老的作用。

[0004] 红曲可以药食两用，古代就被广泛应用于食品着色、酿酒、发酵、中医药等方面，红

曲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及钙、磷、铁等营养元素。红曲还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酶

和多种生理活性物质、洛伐他汀、γ-氨基丁酸、麦角固醇、天然植物色素等红曲霉菌的代谢

产物，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药用价值，无任何毒副作用，天然、安全、有效的保健食品、药品

原料。

[0005] 目前，用红曲来进行醋的酿造以实现降血、脂降血的保健功能，若能将枸杞与苦荞

和传统的药曲相结合，将会大大增强其功效。因此，申请人在传统老醋酿造工艺基础上，研

发提供一种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及其生产工艺。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旨在采用传统风味老醋酿造工艺基础上，生产出一种能降血压、

降血脂具有功能成分的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及其生产工艺。

[0007]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以苦荞为原料，红曲、特制吊挂药曲为发酵剂，经传统

风味老醋酿造工艺酿制成苦荞红曲醋，再将酿制成的苦荞红曲醋与枸杞醋复配制得苦荞红

曲枸杞养生醋。

[0009] 本发明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10] A.特制吊挂药曲

[0011] a .配料：按一定比例分别称取原料醋渣、茵陈、蒲黄、菟丝子、麸皮并粉碎成粉，混

合均匀得吊曲原料；

[0012] 上述配料过程中称取的原料按重量百分比计：醋渣40％-45％、茵陈2％-4％、蒲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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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菟丝子3％-4％、麸皮50％。

[0013] b.拌料、压实：将上述吊曲原料中按15％-30％的重量加入纯水，搅拌均匀后随即

装入袋中，吊曲原料在袋中压紧实后得曲坯，再将曲坯压制成块状；

[0014] c .吊挂：将块状的曲坯吊挂至室外自然发酵7-8个月，即从8-9月份到来年的3-4

月；

[0015] d .出曲：当吊挂的曲坯发酵成黑灰的疏松、干状时，出曲得吊曲，糖化力达到了

500-600μ/g，备用；

[0016] B.苦荞红曲醋的发酵

[0017] a .配料：将大米、苦荞、豆类按一定比例混合筛选去铁去杂后粉碎，粉碎成40～60

目的料粉；所述配料过程中各原料按一定重量百分比计：大米55％、苦荞35％、豆类10％。

[0018] b.调浆：在调浆罐内加入3.8～4.0倍于料粉重量的清水，加水调浆16～18°Be′，使

淀粉含量调节为15％，然后加热使水温升到50℃；再加入Na2CO3调节pH值至6.2～6.4后，添

加大米用量0.2％的2万μ/g耐高温α-淀粉酶和0.2％的CaCl2，使之在92℃时仍保持活性，增

强淀粉酶的热稳定性；

[0019] c.液化:混合均匀后控制升温至95℃，保持温度进行液化，液化时间为40～60min，

通过液化醪碘反应呈棕黄色即为液化完全；

[0020] d.糖化：当液化温度降至60℃时，加入上述料粉用量30％的特制吊挂药曲，进行保

温糖化2h；当糖化液降温至35℃时，加入上述总量35％的红曲，继续降温至24～28℃，即得

糖醪；

[0021] e.酒精发酵：将上述糖醪进行发酵，使醪液逐渐升温，品温控制在32～34℃，当品

温升至34℃时开始冷却降温至32℃，得发酵醪，每天搅拌发酵醪两次，发酵8天后醋母成熟；

[0022] f.制醅发酵：

[0023] ①制醅：将麸皮、稻壳、醋母、麸曲按一定重量比充分混合后入发酵池制成醋醅，醋

醅的水分控制在60％～63％；

[0024] 上述制醅的原料以主料计，按重量百分比配料为：麸皮115％～125％、稻壳55％～

60％、醋母60％、麸曲5％。

[0025] ②接种醅：接入发酵旺盛的优良醋醅，并按照10～15％的醋醅量埋入新醅中；

[0026] ③醋酸发酵：上述入发酵池的醋醅发酵2～3天，当上层温度达40℃时，开始倒池翻

醅，使上中下层的醋醅疏松均匀，温度一致；

[0027] ④加盐压醅：当醋醅发酵10～11天接近成熟时，品温自然下降，及时加入8～10％

的食盐进行压醅，将醋醅压实盖池放置1～2天即得成熟醋醅；总发酵周期为12天；

[0028] g.焙醅：

[0029] 取15％的成熟醋醅入焙烤池，用蒸汽间接加热焙烤醋醅，每天倒池翻醅一次，焙烤

醅温度控制在85℃，焙制5天；

[0030] h.淋醋：

[0031] 将上述焙烤后成熟醋醅装入带有筛底的淋醋池中，用上次淋醋后所得的二淋醋浸

泡成熟白醋醅，淋出的淋水加热至85℃以上，浸泡新鲜焙烤醅，淋取的醋液为头醋即得半成

品；

[0032] i.煎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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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将上述头醋加入灭菌罐内进行加热煎醋，保持沸腾30min后，入贮存容器内，并静

置澄清；陈酿3个月备用；

[0034] C.枸杞醋的制作

[0035] a .酒精发酵：将枸杞汁糖度调至14～15％，pH为4.0，将果酒干酵母液接入枸杞汁

中，接种量为0.15％～0.25％，进行酒精发酵，发酵温度24～32℃，发酵时间为8天，至残糖

降至0.2％以下时结束发酵；

[0036] b.液态醋酸发酵：取传统风味老醋固态醋酸发酵中的醋酸菌进行提取分离，接种

于上述酒精发酵液中，接种量为0.2％～0.4％，进行液态醋酸发酵，发酵温度为30～33℃，

发酵时间为2～3天，发酵期间每天检查发酵液的温度、酒精及醋酸含量等，至醋酸含量不再

上升时为止；

[0037] c.液态醋酸发酵后获得成熟枸杞醋，加入陈酿罐中陈酿3个月，澄清过滤备用；

[0038] D.复配

[0039] 将上述发酵而成的苦荞红曲醋与制作而成的枸杞醋按照重量百分比：60％～

70％：30％～40％混合后过滤，然后置于地窖中进行后熟陈酿10个月以上，杀菌后包装即得

成品。

[0040] 本发明传统风味老醋的生产工艺中，吊曲原料的制备采用了中药材作为原料，其

中各中药材的功效与作用如下：

[0041] 茵陈，为菊科植物茵陈蒿的幼苗。其性苦、辛，味微寒，归脾、胃、肝、胆经。有清热利

湿，退黄。主治黄疸、小便不利、湿疮瘙痒、传染性黄疸型肝炎等。药理学研究有利胆，保护肝

功能，解热，抗炎，降血脂，降压，扩冠等作用。

[0042] 蒲黄，为香蒲科植物水烛香蒲、东方香蒲或同属植物的干燥花粉。性甘，味平，无

毒，归肝、心包经。蒲黄有止血，化瘀，通淋等功效。用于吐血，衄血，咯血，崩漏，外伤出血，经

闭痛经，脘腹刺痛，跌扑肿痛，血淋涩痛等。现代医学研究蒲黄有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降低

血脂和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对平滑肌的作用，促凝血作用，抗炎作用等。

[0043] 菟丝子，药用部位为双子叶植物旋花科植物菟丝子、南方菟丝子、金灯藤等植物的

种子。其性温，味甘，可补肝肾，益精髓，养肌强阴，坚筋骨，益气力，肥健人。主要成分含糖

甙、β-胡萝卜素、γ-胡萝卜素、维生素A类物质等。对于下元不足所致的须发早白，腰膝酸

软，齿牙动摇等各种病症有较好的疗效，是美容方广泛使用的药品。

[004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45] (1)本发明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的生产工艺中采用了传统风味老醋酿造工艺，该

老醋工艺技术关键在于制曲工艺、制醋母工艺和老醋的传统多边发酵工艺。其中，制曲工艺

采用了特制吊挂药曲技术，采用麸皮、醋渣和中药为原料，利用天然吊曲生长的多种微生物

及活性的特点，促使黑曲霉等微生物菌群迅速生长繁殖；制醋母工艺采用高温液化、糖化工

艺，选用苦荞、大米和杂粮培养醋母，选用性能优良红曲和特制吊挂药曲为发酵剂，醋母在

发酵的同时，多种微生物发生系列生化反应，生成老醋特有的风味物质，高温液化明显提高

了淀粉利用率；老醋的多边发酵工艺应用高温协同发酵，使糖化、醋化同时进行，同时三个

反应不分阶段，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适合酵母菌，醋酸菌及有益微生物的生长代谢，有利

醋酸含量的积累提高，形成独特芳香物质。

[0046] (2)本发明的生产工艺枸杞醋液态醋酸发酵中醋酸菌是采用风味传统老醋固态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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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发酵旺盛期的活性菌种进行提取分离，分离得到的菌种菌体强壮，产酸率高，生长适应性

强，可耐高温、耐酸、耐酒精。

[0047] (3)本发明生产的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以苦荞、红曲、枸杞为原料，采用特制吊挂

药曲技术经传统风味老醋酿造工艺酿制成苦荞红曲醋，再与液态醋酸发酵制成的枸杞醋复

配酿造而成，独特的工艺使成品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不仅营养丰富、色泽红褐，口味酸而

鲜甜，具有独特的风味，并且检测出含有功能成分：川芎嗪、总黄酮和枸杞多糖，长期饮用有

降血压、降血脂等保健功能，是有益身体健康的养生佳品。

[0048] (4)本发明生产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中特制的吊挂药曲采用的原料中茵陈、蒲黄、

菟丝子均具有抑菌的作用，在生产工艺中所起的作用是抑制不益微生物，有利于有益微生

物的生长，从而可以提高产品的出品率，稳定产品的质量。

[0049] (5)本发明生产工艺中发酵苦荞红曲醋中红曲在发酵过程中起到酯化作用，对产

品可形成香型成分，提高了产品的香气，同时，红曲中含有洛伐他汀成分，使产品具有一定

降脂作用。

附图说明：

[0050] 图1是本发明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的生产工艺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加以详细的描述。

[0052] 实施例1

[0053] 一种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54] A.特制吊挂药曲

[0055] a.配料：分别称取原料醋渣41％、茵陈3％、蒲黄2.5％、菟丝子3.5％、麸皮50％，并

粉碎成粉，混合均匀得吊曲原料；

[0056] b.拌料、压实：将上述吊曲原料中按15％-30％的重量加入纯水，搅拌均匀后随即

装入袋中，吊曲原料在袋中压紧实后得曲坯，再将曲坯压制成块状；

[0057] c .吊挂：将块状的曲坯吊挂至室外自然发酵7-8个月，即从8-9月份到来年的3-4

月；

[0058] d.出曲：当吊挂的曲坯发酵成黑灰的疏松、干状时，出曲得吊曲，备用；

[0059] B.苦荞红曲醋的发酵

[0060] a .配料：按重量百分比计，称取55％的大米、35％的苦荞、10％的豆类混合筛选去

铁去杂后粉碎，粉碎成40～60目的料粉；

[0061] b.调浆：在调浆罐内加入3.8～4.0倍于料粉重量的清水，加水调浆16～18°Be′，使

淀粉含量调节为15％，然后加热使水温升到50℃；再加入Na2CO3调节pH值至6.2～6.4后，添

加大米用量0.2％的2万μ/g耐高温α-淀粉酶和0.2％的CaCl2，使之在92℃时仍保持活性，增

强淀粉酶的热稳定性；

[0062] c.液化:混合均匀后控制升温至95℃，保持温度进行液化，液化时间为40～60min，

通过液化醪碘反应呈棕黄色即为液化完全；

[0063] d.糖化：当液化温度降至60℃时，加入上述料粉用量30％的特制吊挂药曲，进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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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糖化2h；当糖化液降温至35℃时，加入上述总量35％的红曲，继续降温至24～28℃，即得

糖醪；

[0064] e.酒精发酵：将上述糖醪进行发酵，使醪液逐渐升温，品温控制在32～34℃，当品

温升至34℃时开始冷却降温至32℃，得发酵醪，每天搅拌发酵醪两次，发酵8天后醋母成熟；

[0065] f.制醅发酵：

[0066] ①制醅：按重量百分比配料：称取115％的麸皮、55％的稻壳、60％的醋母、5％麸曲

充分混合后入发酵池制成醋醅，醋醅的水分控制在60％～63％；

[0067] ②接种醅：接入发酵旺盛的优良醋醅，并按照10～15％的醋醅量埋入新醅中；

[0068] ③醋酸发酵：上述入发酵池的醋醅发酵2～3天，当上层温度达40℃时，开始倒池翻

醅，使上中下层的醋醅疏松均匀，温度一致；

[0069] ④加盐压醅：当醋醅发酵10～11天接近成熟时，品温自然下降，及时加入8～10％

的食盐进行压醅，将醋醅压实盖池放置1～2天即得成熟醋醅；总发酵周期为12天；

[0070] g.焙醅：

[0071] 取15％的成熟醋醅入焙烤池，用蒸汽间接加热焙烤醋醅，每天倒池翻醅一次，焙烤

醅温度控制在85℃，焙制5天；

[0072] h.淋醋：

[0073] 将上述焙烤后成熟醋醅装入带有筛底的淋醋池中，用上次淋醋后所得的二淋醋浸

泡成熟白醋醅，淋出的淋水加热至85℃以上，浸泡新鲜焙烤醅，淋取的醋液为头醋即得半成

品；

[0074] i.煎醋：

[0075] 将上述头醋加入灭菌罐内进行加热煎醋，保持沸腾30min后，入贮存容器内，并静

置澄清；陈酿3个月备用；

[0076] C.枸杞醋的制作

[0077] a .酒精发酵：将枸杞汁糖度调至14～15％，pH为4.0，将果酒干酵母液接入枸杞汁

中，接种量为0.15％～0.25％，进行酒精发酵，发酵温度24～32℃，发酵时间为8天，至残糖

降至0.2％以下时结束发酵；

[0078] b.液态醋酸发酵：取传统风味老醋固态醋酸发酵中的醋酸菌进行提取分离，接种

于上述酒精发酵液中，接种量为0.2％～0.4％，进行液态醋酸发酵，发酵温度为30～33℃，

发酵时间为2～3天，发酵期间每天检查发酵液的温度、酒精及醋酸含量等，至醋酸含量不再

上升时为止；

[0079] c.液态醋酸发酵后获得成熟枸杞醋，加入陈酿罐中陈酿3个月，澄清过滤备用；

[0080] D.复配

[0081] 将上述发酵而成的苦荞红曲醋与制作而成的枸杞醋按照重量百分比：60％：40％

混合后过滤，然后置于地窖中进行后熟陈酿10个月以上，杀菌后包装即得成品。

[0082] 实施例2

[0083] 一种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84] A.特制吊挂药曲

[0085] a.配料：分别称取原料醋渣43％、茵陈2％、蒲黄2％、菟丝子3％、麸皮50％，并粉碎

成粉，混合均匀得吊曲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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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b.拌料、压实：将上述吊曲原料中按15％-30％的重量加入纯水，搅拌均匀后随即

装入袋中，吊曲原料在袋中压紧实后得曲坯，再将曲坯压制成块状；

[0087] c .吊挂：将块状的曲坯吊挂至室外自然发酵7-8个月，即从8-9月份到来年的3-4

月；

[0088] d.出曲：当吊挂的曲坯发酵成黑灰的疏松、干状时，出曲得吊曲，备用；

[0089] B.苦荞红曲醋的发酵

[0090] a .配料：按重量百分比计，称取55％的大米、35％的苦荞、10％的豆类混合筛选去

铁去杂后粉碎，粉碎成40～60目的料粉；

[0091] b.调浆：在调浆罐内加入3.8～4.0倍于料粉重量的清水，加水调浆16～18°Be′，使

淀粉含量调节为15％，然后加热使水温升到50℃；再加入Na2CO3调节pH值至6.2～6.4后，添

加大米用量0.2％的2万μ/g耐高温α-淀粉酶和0.2％的CaCl2，使之在92℃时仍保持活性，增

强淀粉酶的热稳定性；

[0092] c.液化:混合均匀后控制升温至95℃，保持温度进行液化，液化时间为40～60min，

通过液化醪碘反应呈棕黄色即为液化完全；

[0093] d.糖化：当液化温度降至60℃时，加入上述料粉用量30％的特制吊挂药曲，进行保

温糖化2h；当糖化液降温至35℃时，加入上述总量35％的红曲，继续降温至24～28℃，即得

糖醪；

[0094] e.酒精发酵：将上述糖醪进行发酵，使醪液逐渐升温，品温控制在32～34℃，当品

温升至34℃时开始冷却降温至32℃，得发酵醪，每天搅拌发酵醪两次，发酵8天后醋母成熟；

[0095] f.制醅发酵：

[0096] ①制醅：按重量百分比配料：称取120％的麸皮、60％的稻壳、60％的醋母、5％麸曲

充分混合后入发酵池制成醋醅，醋醅的水分控制在60％～63％；

[0097] ②接种醅：接入发酵旺盛的优良醋醅，并按照10～15％的醋醅量埋入新醅中；

[0098] ③醋酸发酵：上述入发酵池的醋醅发酵2～3天，当上层温度达40℃时，开始倒池翻

醅，使上中下层的醋醅疏松均匀，温度一致；

[0099] ④加盐压醅：当醋醅发酵10～11天接近成熟时，品温自然下降，及时加入8～10％

的食盐进行压醅，将醋醅压实盖池放置1～2天即得成熟醋醅；总发酵周期为12天；

[0100] g.焙醅：

[0101] 取15％的成熟醋醅入焙烤池，用蒸汽间接加热焙烤醋醅，每天倒池翻醅一次，焙烤

醅温度控制在85℃，焙制5天；

[0102] h.淋醋：

[0103] 将上述焙烤后成熟醋醅装入带有筛底的淋醋池中，用上次淋醋后所得的二淋醋浸

泡成熟白醋醅，淋出的淋水加热至85℃以上，浸泡新鲜焙烤醅，淋取的醋液为头醋即得半成

品；

[0104] i.煎醋：

[0105] 将上述头醋加入灭菌罐内进行加热煎醋，保持沸腾30min后，入贮存容器内，并静

置澄清；陈酿3个月备用；

[0106] C.枸杞醋的制作

[0107] a .酒精发酵：将枸杞汁糖度调至14～15％，pH为4.0，将果酒干酵母液接入枸杞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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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接种量为0.15％～0.25％，进行酒精发酵，发酵温度24～32℃，发酵时间为8天，至残糖

降至0.2％以下时结束发酵；

[0108] b.液态醋酸发酵：取传统风味老醋固态醋酸发酵中的醋酸菌进行提取分离，接种

于上述酒精发酵液中，接种量为0.2％～0.4％，进行液态醋酸发酵，发酵温度为30～33℃，

发酵时间为2～3天，发酵期间每天检查发酵液的温度、酒精及醋酸含量等，至醋酸含量不再

上升时为止；

[0109] c.液态醋酸发酵后获得成熟枸杞醋，加入陈酿罐中陈酿3个月，澄清过滤备用；

[0110] D.复配

[0111] 将上述发酵而成的苦荞红曲醋与制作而成的枸杞醋按照重量百分比：70％：30％

混合后过滤，然后置于地窖中进行后熟陈酿10个月以上，杀菌后包装即得成品。

[0112] 将实施例1～2生产的苦荞红曲枸杞养生醋进行分析测定，其产品卫生指标优于

GB2719-2003《食醋卫生指标要求》，各种理化指标和特征物质含量均达到GB/T19777-2013

要求。经检测，结果如下表1：

说　明　书 7/8 页

10

CN 110240995 A

10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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